
浙江龙盛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 6 

公司代码：600352                                                  公司简称：浙江龙盛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6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866,043,545.58 元，根据《公司

章程》规定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 86,604,354.56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920,262,066.24 元，扣减 2016 年 6

月已分配股利 487,999,779.00 元，2016 年末的未分配利润为 1,211,701,478.26 元。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每 10 股派发现金 2.0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资本公积金不

转增资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浙江龙盛 600352 G龙盛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建芳 陈国江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道墟镇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道墟镇 

电话 （0575）82048616 （0575）82048616 

电子信箱 yaojf@lonsen.com chengj@longsheng.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经过上市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形成集制造业、房地产等多元化业务的全球化运作的上市公司，目前制

造业业务以染料、助剂、中间体等特殊化学品为主，以纯碱、硫酸等基础化学品为辅。 

公司主营的制造业务主要为染料业务，采购模式主要原材料由公司总部采购中心牵头实行集中采购，各子公

司分别与供应商签订合同，其它辅助材料由各子公司进行自行采购，严格控制采购成本。生产模式主要采用以销

定产的模式，由销售部门结合市场销售形势及客户订单计划，制订生产计划合理、有序生产。销售模式分国内和

国外两市场，在国内主要沿用经销商模式运营为主，国外主要销售模式为对终端客户直接销售为主。 

公司主营染料行业，国内市场在经历 2013 年、2014 年两年染料价格持续上涨之后，在 2015 年第一季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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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位，随后染料价格从高位快速下跌，并伴随着需求下降，国内染料行业又回落到两年前的起点。2016 年初随

着下游印染企业及经销商补库存的需求，染料价格又开始反弹，一路涨至第三季度后又回落，全年的销售量比上

年同期进一步萎缩。在经历 2015 年、2016 年连续两年的下游终端纺织服装去库存所引起的染料需求不旺的趋势

已接近尾声，2017 年染料市场需求的提升以及产品的涨价趋势，在 2017 年第一季度已释放出明显信号。国外染

料市场平稳发展，盈利水平稳中有升。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2014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9,936,427,833.16 26,864,056,714.10 26,630,667,667.47 48.66 23,024,556,604.27 

营业收入 12,355,532,956.92 14,854,299,459.99 14,842,113,063.30 -16.82 15,149,985,95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029,011,380.13 2,682,204,587.75 2,541,332,983.45 -24.35 2,533,285,75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37,003,547.09 1,656,773,947.55 1,652,653,281.30 -31.37 2,200,635,62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5,621,773,761.19 13,955,638,995.10 13,811,936,815.47 11.94 11,187,652,090.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075,318,360.85 1,629,603,177.32 1,628,701,207.10 -472.81 2,649,388,730.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237 0.8369 0.7929 -25.47 0.82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237 0.8369 0.7929 -25.47 0.82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3.76 21.09 20.09 

减少

7.33个

百分点 

24.9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980,628,764.71 3,300,693,991.18 2,815,841,027.05 3,258,369,17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3,669,421.54 660,028,288.83 458,934,952.45 606,378,71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26,197,239.09 403,470,276.63 329,380,821.48 177,955,209.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0,914,545.05 -2,390,672,198.87 -476,008,255.19 -1,297,723,361.7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1,75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1,10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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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阮水龙 0 389,653,992 11.9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阮伟祥 0 328,931,398 10.11 60,000,000 质押 135,000,000 境内自然人 

项志峰 0 137,882,560 4.24 45,000,000 质押 67,860,000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8,420,492 90,600,446 2.78 0 无 0 国有法人 

阮伟兴 0 55,460,700 1.7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0 49,668,500 1.53 0 无 0 国有法人 

阮兴祥 0 45,638,202 1.40 24,000,000 质押 45,636,800 境内自然人 

潘小成 0 38,137,616 1.1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汇添富民营活力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5,000,022 25,000,022 0.77 0 无 0 其他 

招商丰庆灵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 22,270,497 0.68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股东阮水龙与阮伟祥、阮伟兴、项志峰存在关联关系，分别为父子、父

子及翁婿关系，但阮水龙、阮伟祥、项志峰与阮伟兴自 2008 年 8 月 1 日起不

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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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债券情况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所 

浙江龙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6龙盛01 136205 2016-1-29 2019-1-29 8.9 3.98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

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浙江龙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6龙盛02 136206 2016-1-29 2021-1-29 1.1 4.18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

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浙江龙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 

16龙盛03 136301 2016-3-17 2019-3-17 35 3.48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

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浙江龙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 

16龙盛04 136302 2016-3-17 2021-3-17 5 3.93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

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本次两期债券的资信评级机构为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根据新世纪出具的《浙江龙盛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新世纪债评[2015]010887 号）、《浙江龙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新世纪债评[2016]010172 号），经新世纪综合评定，公

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6 年 2015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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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 0.5651 0.432 13.3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8 0.38 -51.29 

利息保障倍数 8.37 15.04 -44.32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情况如下： 

制造业方面，继续以全球眼光积极推动面向未来的产业生态环境再造。染料业务随着国家对非法生产企业整

治力度的加大，在经历了 2015 年下半年市场不景气阶段之后，2016 年春节后市场景气度得以快速恢复，重新迈

入了有序竞争的市场格局，在经历了第三季度传统淡季之后，第四季度需求升温，染料业务收入季度环比快速增

长，后续需求继续保持乐观趋势。德司达公司继续保持稳健发展，2016 年 10 月完成了对美国 Emerald 业务的收

购，成功进入了食品添加剂行业，报告期内德司达公司继续致力于推动行业沿着安全、环保、绿色、时尚的路径

提升。中间体业务继续巩固与美国杜邦公司的合作，引入杜邦 DSS 管理体系，精细化管理不断深入，间苯二胺和

间苯二酚市场地位和影响力继续加强，总体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 

  房产业务方面，公司着力推进各项目的进展和精细化管理，华兴新城项目拆迁快速推进，创造了“华兴速

度”，为 2018 年第二季度末的开工建设打下良好基础；大统基地项目居民户全部拆迁完毕，规划方案正在优化中；

黄山路项目进展顺利，政府首期回购款 8.9 亿元已到位；龙盛国际商业广场出租率达到 94.7%；新泰 1920 办公楼

完成历史保护建筑专家验收，已装修完毕并作为公司上海总部办公大楼正式启用。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变更原因： 

公司认为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投资性房地产的真实价值，便于公司管理层及

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真实财务状况，为其决策提供更有用的信息；同时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公司融资能力，符

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公司决定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这一国际通行的计量方法。

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主要分布在上海的核心区域，具备成熟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和良好的商业环境，可以取得

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具有可操作性。 

(2)、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规定，成本模式转为公允价值模式的，应当作为会计政策变

更，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处理。因此，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需

要对 2015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经公司测算，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 2015 年度报表项目追溯调

整影响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浙江龙盛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 6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备  注 

201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投资性房地产 237,202,488.16   

递延所得税资产 -9,984,061.30   

递延所得税负债 40,304,412.21   

盈余公积 244,827.23   

未分配利润 143,334,573.35   

少数股东权益 43,334,614.07   

2015 年度利润表项目     

营业成本 -2,436,827.90   

管理费用 -2,967,912.57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29,150,894.38   

所得税费用 50,288,473.51   

少数股东损益 42,912,965.13   

鉴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自 2016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因此 2016年年度，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

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981,729,999.40 元，扣除相应计提的递延所得税 233,532,958.66 元，并按

准则冲回原先计提的 2016 年的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13,708,918.92 元，对 2016 年度产生归属于净利润影响数

为 761,905,959.66 元。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股权比例(%) 

上海科诺置业有限公司 新设 2016 年 4 月 [注] 100.00 

上海集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2016 年 8 月 500 万元 100.00 

上海驰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2016 年 8 月 20 万元 100.00 

绍兴鸿安化工有限公司 新设 2016 年 10 月 [注] 100.00 

Southern Pearl for Technical 

Consulting  
新设 2016 年 4 月 

98,000 埃及

磅 
100.00 

S Acquisition Co. 新设 2016 年 4 月 40.00 美元 100.00 

注：尚未缴付对该等子公司的出资。 

（2）. 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 

净利润 

黄山市龙胜化工有限公司 关闭注销 2016 年 7 月  17,292,358.76 

DyStar Hispania S.L. 关闭注销 2016 年 7 月  529,812.50 美元 

 


